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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宫庙幼儿园首届亲子原创故事大赛落幕

本报讯（田园园 全媒体记者 廖媛
媛）4 月 23 日，船山区天宫庙幼儿园举

行了首届亲子原创童话故事大赛颁奖

典礼，评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

等奖 3 名，优秀奖 20 名，“书香家庭”41
名。园长杜君碧为获奖家庭现场颁发

了荣誉证书和绘本奖品。

今年 3 月，为了迎接“世界读书日”

的到来，天宫庙幼儿园组织开展了“面

朝书海 春暖花开”首届亲子原创童

话故事大赛。比赛吸引了全园师幼和

家长参与，共收到电子投稿 100 余篇，

5178 人关注活动线上平台，4176 人参

加网络投票。

省第九届老年人运动会乒乓球比赛在我市举行

遂宁赛事筹备获高度赞扬
教育 动态

4 月 24 日—28 日，由省体

育局、省委老干部局、省老龄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省老体协

主办，市教体局、市委老干部

局、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市老体协承办的“四川省

第九届老年人运动会乒乓球

比赛”在我市船山体育馆举

行，来自全省各市州和市直机

关及行业系统的 28 个代表

团，300余人参加。

精心筹备 办成高质量高水平盛会

省第九届老运会组委会副主任李洪仁表示，

近年来，在遂宁市委、市政府和体育等部分的高

度重视支持，遂宁老年体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绩，走在全省前列。在承办本次比赛中，做到了

党政领导高度重视，主要领导亲自过问，分管领

导认真落实，承办单位统筹协调，为此次比赛创

造了良好条件。

“遂宁赛事的筹备不论食宿、交通，还是比赛

场地都安排得很妥帖，给人宾至如归的舒适感。”

资阳代表队领队宋永平说，乒乓球对老年人愉悦

身心、强健体魄非常有好处，相信如此完善的赛

事筹备能让队员们发挥出高水平，获得优异成

绩。

确实，不论是赛前帮助裁判员、运动员熟悉

交通、比赛场地，还是比赛过程中积极协调、沟

通，所有工作人员都以当好东道主为己任，为参

赛人员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办了一场高质量、

高水平的乒乓比赛盛会。

激烈角逐 28支代表团同台竞技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 20 个市州、7 个省直行业

系统，共计 28 个代表团，300 余人参加比赛，遂宁

作为本次比赛的东道主，派出了两支队伍参加比

赛。“这次比赛是建市以来人数最多、规格最高的

乒乓球比赛。”市乒乓球协会主席谢必久说。据

了解，本次比赛分为男、女团体，男、女单打，前

八名给予奖励。同时设体育道德风尚奖，颁发给

贯彻大会宗旨、遵守大会规定、展示出良好体育

风尚的代表队。

比赛中，众多已头发花白的运动员精神饱

满、身手矫健，长球、短球、削球、搓球、扣杀轮番

上演。赛场上，老运动员奋力拼搏，赛场下，观众

呐喊助威，比赛现场高潮迭起。参赛队遵循“重

在参与、重在健康、重在快乐、重在交流、重在安

全”的大会宗旨，互相学习、提高自己，展示风

采、展示水平。经过 5 天的激烈角逐，徐红、晏菊

芳、汪子君分别获女子 A 组、B 组、C 组单打第一

名，付强、李共鸣、杜修铀分别获男子 A 组、B 组、

C 组单打第一名，省老体协乒乓球男子代表队、

女子代表队均获团队第一名，遂宁代表队一队获

男子团队第七名。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快体育事业发展，特别

是老年人体育健身呈现崭新局面，形成了“党政

主导、部门尽责、协会组织、社会支持、重在基

层、面向全体”的老年人体育工作格局。老年健

身组织遍布城乡，健身人数逐年递增，健身项目

不断拓展，保障持续改善，健身活动丰富多彩，活

跃了城乡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我市经

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周雪梅）4
月 25 日，遂宁高级实验学校组织召开

了安全工作专题会议。会议传达了 4 月

24 经开区教育卫生安全专题会议精神。

会议要求强化安全首位意识，上行

下效，影响全校教职工。强化安全工

作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人人有责的责

任意识，强化责任担当。强化安全教

育系统化、常态化，安全检查经常化、

落实化，安全隐患排除及时化、有效

化。特别重视心理健康教育，既重普

遍引导，又重个案关注，力争一案一

策，提高针对性与实效性。健全制度，

强化奖惩，切实推进安全工作。

遂宁高级实验学校召开安全工作专题会议

4 月 26 日 上 午 ，顺 南 街 小 学 教

育集团举办第九届读书节“经典诵

读”大赛。孩子们通过诵读、吟唱、

伴奏表演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并配

以古典、现代音乐，诵读国学经典，

再现了经典诗文的质感画面。

汪俊 全媒体记者 廖媛媛 摄

经典诵读点亮校园

本报讯（蔡春霞 全 媒 体 记 者 廖
媛媛） 日前，全市 2019 年中小学生排

球运动会圆满结束。全市 80 余支队伍

参加比赛，射洪中学选派的高中男子

组、高中女子组队、初中女子组三支队

伍，均获全市第一名。

比赛中，射洪中学队员充分发扬拼

搏精神，团结一致，尊重对手、服从裁

判、谦虚谨慎，以精湛的技战术，获得领

导、裁判及兄弟学校一致好评。经过三

天的激烈比赛，射洪中学三支队伍以绝

对优势战胜所有对手，全部获得冠军！

射洪中学男、女排球队
获全市中小学生排球运动会冠军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廖媛媛）科

幻书、故事书、工具书、绘本……书市

内书籍琳琅满目。近日，顺城街幼儿

园“世界·你好”跳蚤书市活动在园内

火热开市。

活动中，幼儿们积极参与，使出浑

身解数推销自己的书。有的大声吆喝

着，有的仔细寻找着，有的细声商量着

……他们认真翻书和“淘”书，每一个

孩子都享受着“淘书”和交易的乐趣。

本次跳蚤书市有效拓展了幼儿课外阅

读视野，实现了书籍的循环利用，丰富

了校园文化建设。

据悉，当天，500 余本书籍在书市

获得交易，义卖所得 1218 元将汇聚成

一片片爱心献给顺幼对口帮扶的理县

古尔沟小学附属幼儿园的幼儿，让他

们也爱上阅读。

顺城街幼儿园开展跳蚤书市义卖活动

“龙岗、龙王庙、高磨二期，川中的几个

重点地面工程建设项目您都参与了，三段经

历中您最大收获的是什么？”

“作为矿区优秀青年班组长，可以分享一

下您在班组管理和班组队伍建设中好的经验

吗？”

……

4 月 29 日，西南油气田公司川中油气矿

首届“十大杰出青年”讲述活动在遂宁举行。

矿区青年员工代表及各级负责人共 120 余人

聚集一堂，聆听来自油气矿不同岗位、不同专

业领域的十名优秀青年代表的岗位故事。讲

述活动的主题为“以青春的名义”，活动分播

放人物短片、讲述人物故事、现场访谈三个环

节。现场播放展现每位杰出青年特点的短片

后，由与他们亲近的同事充当“讲述人”，为大

家生动讲述这位杰出青年的事迹，最后请出

被讲述者，通过现场问答的方式分享各自职

业生涯中的点滴感悟。讲述声情并茂，立体

地展现了油气矿优秀青年代表们的形象，突

出了先进榜样在集体中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现场问答气氛热烈，时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6 岁的

计量中心班长邓庆林分享了自己从完全没接

触过仪表到成为专业素质过硬的技能达人的

心路历程。“公平、公正”是计量的原则，“踏

实、虚心”是他做事的原则。“我将把荣誉当做

起点，不辜负伙伴们的信任，努力让自己未来

的道路变得更加璀璨。”邓庆林说。

净化操作工范铃是一个热情大方的姑

娘，一直扎根在天然气净化操作一线。“业余

时间加强学习，拓展业务面、弥补技术短板

……”范铃微笑着向大家分享着学习心得。

除了奋战在生产一线的青工，年轻的管

理者们是矿区首届“十大杰出青年”中的另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2008 年 7 月从西南石油大

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的陈林，现任龙岗采油气

作业区经理，在油气矿多个重点工程中作出

了卓越的业绩。他对自己在不同岗位和职业

阶段的感悟和经验分享，对广大青年员工很

有启发。

还有安全行车 30 万余公里的驾驶员、参

与一线生产和机关管理的技术干部、作为年

轻妈妈的变电站值班员、从事信息化开发的

管理人员……这些个性鲜明又同样怀着赤诚

梦想的年轻人，他们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在

“五 .四”运动 100 年后的今天，成为新时代中，

你、我、他身边真实可感的“平凡的偶像”。

今年是川中油气矿迈上千万吨级油气矿

新台阶的决胜之年，油气矿在大力增储上产

的同时高度重视青年员工成长进步，充分利

用重大项目、重点工程培养锻炼青年员工，

畅通管理、专业技术、操作技能人才队伍发展

通道，搭建“青年技术干部论坛“、“青年技术

骨干培训”、“青年技能骨干培训”三大青年

成 长平台，推进企业高质量稳健发展。

对于人才队伍建设的长远规划，川中油

气矿思路清晰。“按照中国石油集团公司的

‘人事、劳动、分配’三项制度改革要求，我们

将加强人才库建设。加大对优秀年轻干部的

储备和培养选任 ,打造以技师、高级技师为主

体的核心班组长和中心井站站长队伍 ;做实

做强“劳模专家工作室”和“技能专家工作

室”，打造一支操作技能骨干和天然气名匠队

伍。”油气矿人事科科长岳帆在活动结束后这

样告诉记者。 (杨力 张舜 全媒体记者 杨柳)

以青春的名义 向千万吨进击
——川中油气矿举行首届“十大杰出青年”讲述活动

川中油气矿广安采油气作业区 张月莹

100 年前，轰轰烈烈的“五 .四”运动，给中

国 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新的变化和发展。100
年 后，作为青年的我们，应该铭记过去，回顾

历 史，更要展望未来！ 作为新时代的新青

年，我们都应该有着 勇于攀登高峰的勇气和

豪迈气质，在这样的 勇气和豪迈气质中，才

能够感受到青春的魅 力。奋斗的青春是最

美丽的，让我们一同在 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

热，把个人梦想汇入时 代洪流，让蓬勃的青

春与家国情怀共振，努力 成为时代的中流砥

柱，希望我们都能在奋斗 时收获感动的自

己，让我们一起不忘初心，坚持梦想，为建成

业内一流千万吨级油气矿奉献青春力量。

川中油气矿新闻中心 黄靖轩

100 年前，中国诞生了第一批精神崛起的

新青年，他们对于民族危机的斗争使得“爱

国、进步、民主、科学”八个字开启了所有青年

的觉醒意识，也让 100 年后的我们敢于实现

个人价值，奋力创造社会价值，勇做追梦人，

敢为圆梦闯！

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发挥爱国、进步、

民主、科学的精神，把热情投入到宣传工作

中 ,用镜头描绘青年行动，用文字传承青年精

神，用语言传递青年温度努力挖掘在建设千

万吨级油气矿中不懈奋斗的奋斗故事。

让我们更好地发扬并传承好“五 .四”精

神，敢于追梦，奋力圆梦 ,向建成千万吨级油

气矿发起最后的冲刺。

川中油气矿磨溪开发项目部 廖丁辉

一生一次的青春，我们为之努力不停息，

谱青春华章，奏时代风采。让我们始终牢记青

春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勇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川中油气矿轻烃厂 陈泳君

青年们，每一项事业，不论大小，都是

靠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干出来的。“道虽迩，

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这是永恒的

道理。锤子敲打的力量，镰刀收割的希望，

旗帜飘扬的辉煌，我们争做一个追梦人，发

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让旗帜上的那

抹红永不褪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党

的忠诚卫士！

川中油气矿龙岗采油气作业区 王佳

“五 . 四”运动，孕育追求爱国、进步、民

主、科学的伟大精神；“五 .四”精神，哺育一代

又一代青年前赴后继，勇立潮头。

“五 .四”精神的火炬穿云破雾，“五 .四”

精神的旗帜迎风飘扬。每年这个节日，我们

意气风发，无尚光荣，荣耀与梦想，像明媚的

阳光洒落在我们的身上。

新时代的青年人，把梦想背在肩上，把

担当装进行囊，让我们高扬“五 . 四”鲜红旗

帜：励精图治，继往开来，去拥抱新时代的

曙光。

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
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

为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

川中油气矿 100 名团员青年代表

来到广安市邓小平故里

开展主题为“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

代”的实践活动

在邓小平的铜像面前

川中油气矿的 100 名青年面对火红

的团旗

庄严举起右拳，重温入团誓词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遵守团的章程，执行团的决议

履行团员义务，严守团的纪律

勤奋学习，积极工作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宣誓时，他们铿锵有力，他们目光坚

定

他们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

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

理想

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

添砖加瓦

一百年风雨兼程，一世纪沧桑巨变

五四的呐喊仍然响彻国人心中

五四的号角依然激励民族前行

五四的火炬始终在一代又一代中华

儿女的手中传递

照亮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

景

100年后的今天 青年石油人这样传承“五·四”精神

川中油气矿“以青春的名义”——首届十大杰出青年事迹讲述会现场

川中油气矿百名青年面对团旗，重温入团誓言

“十大杰出青年”事迹讲述会在中国共青
团团歌中拉开序幕


